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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2月號 

Hot News 

 

圖片出處:pngtree 

Hot News 

   立法院於112年1月7日三讀通過「犯罪被

害人保護法修正草案」(下稱犯保法)，未

來將更名為「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

由以往之「補償」及「保護」提升為強調

「尊嚴」與「同理」，接軌國際規範，全

面提升並落實國家對犯罪被害人之責任與

權益保障。 

  本次修正歷時4年，三讀通過之修正草案

計修正41條、刪除7條、新增63條，修正

後全文計7章、103條。修法重點包括： 

  一、由行政院督導整體犯罪被害人保護

工作之成效。 

  二、明確跨部會權責與建構服務網絡。 

  三、強化以家庭為中心之個案服務，以

生態系統的觀點，提供犯罪被害人

及其家屬更全方面之協助。 

  四、增訂「犯罪被害人保護命令」專

章，強化人身安全保護，並納入

「數位/網路性暴力犯罪」之被害人

類型。 

  五、規範修復式司法之基本原則。 

  六、根本性修改補償金規定及定位，加

速審議效率並減少二度傷害。 

  七、通盤調整保護機構組織相關規定，

朝向專業化發展，並納入民間色彩， 

立法院三讀通過「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修正草案」 

我國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制度邁入新篇章 

  提升服務品質。 

  法務部表示，除了將盡快完成相關配套措施

及法規命令之修正以外，也將持續督導犯保

協會推動專業化、多元化、透明化的組織精

進改革工程；同時，在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

之相關工作上，亦將持續爭取充分的經費預

算與人力資源，以積極展現政府照顧人民之

國家責任與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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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與新光鋼鐵公司一起做公益，寒冬送暖助弱勢！ 

  法務部18日辦理記者茶敘，感謝新光鋼鐵公司善舉，寒冬送暖助弱勢。 

  蔡部長日前邀請長期關懷弱勢的新光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粟明德董事長一起做公益，

捐助本部輔導之弱勢對象春節慰問金，透過行政執行署、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中華民國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聯合會等機關團體協助發送，總計

關懷慰問弱勢個案計987人，發放經費共達新臺幣197萬4千元，在寒冬中送來溫暖與

關懷。 

  蔡部長表示，「關懷弱勢，人溺己溺」是臺灣最美麗的風景，這不僅僅是政府的責

任，更需要社會上熱心、善良的企業與民眾的參與，粟董事長長期助人不落人後，急

公好義，得知有弱勢個案需要協助，便一起共襄盛舉，藉此活動特予致謝。另外，部

長也提到，許多更生人及馨生人為了生活，開創事業，銷售商品，品質都相當不錯，

例如雲林更生創貸個案「阿彰有機農作」的「感恩米」及南投馨生個案家屬莊火旺先

生的「高山茶包」，希望藉由媒體宣傳，

讓外界能夠多多認識優質更生、馨生商

品，進而促進商品之推廣，以達到協助弱

勢個案之目的。 

圖片出處:pngtree 

   

部長出席更馨生年貨大街！ 

  本部結合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下稱更保）、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下稱犯

保）於6日辦理「更馨生年貨大街」，部長出席帶動買氣。 

  本次活動於臺中市市政路及龍富路交六廣場推廣更生人及馨生人的產品，除蔡部

長、張斗輝董事長及最高檢察署邢檢察總長泰釗外，行政院林政務委員萬億亦受邀共

襄盛舉，以具體行動表達支持更、馨生夥伴及其等優質產品之用心。 

  現場的產品琳瑯滿目、選擇多元，共有更生人商品88個攤位、馨生人商品22個攤

位，包含手作麵包、甜點、茶飲、咖啡、農產品、年菜、藝術、手作包等，物美價廉

又實用。民眾透過園遊券除了能買到好品質、好美味的年節商品外，還能參加抽獎，

買滿新臺幣200元園遊券就能兌換一張摸彩券，可謂一舉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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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出處:pngtree 

  台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6日辦理會員大

會，林檢察長及林督導參事嚞慧、陳副司長佳

秀出席，頒發獎狀表揚績優卓著之榮譽觀護

人，並感謝協進會疫情期

間持續關懷個案，捐助

650 張待用餐券、急難救助

金及三節慰問金。 

北檢 17日、19日辦理毒品緩起訴附命戒癮

治療新案說明會，讓個案瞭解緩起訴期間之履

行義務，也邀請臺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個案管理師，向個案簡介毒防中心功能，並於

會後隨即採取一對一面訪

模式，落實無縫接軌的個案

追輔工作。 

  犯保士林分會春節前夕，由繆卓然檢察長

偕同林志銜主委

等人，至犯罪被

害之家庭致贈春

節慰問金，以表

達地檢署及分會

關懷慰問之意。 

士檢 7日結合士林榮觀協進會、更保士林分會

及犯保士林分會，辦理「除舊佈心 揚眉兔氣 

活出新生命」春節關懷活動，當日安排多肉植

物組盆體驗，並由檢察長等人致贈由馨生人家

庭製作的佛跳牆年菜，，一

起感受生命的正向美好。 

  新北檢與更保新北分會啟動年節關懷活動，向蔬果商連姓更生人購買一批蔬果，16日贈送更

生人 1人 2包蔬果袋，另於年節前將蔬果物資贈予經濟較為

困難或弱勢之更生人家庭，使更生人家庭在農曆過年前夕感

受到社會的關懷與良善，而能歡喜度過佳節。 

桃園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日前辦理第 29、30屆理事長交接典禮。俞檢察長秀端率地檢署同仁出

席，俞檢察長肯定高全發理事長在四年任期(108-111 年)期間，帶領協進會團隊，協助桃園地檢署

辦理個案輔導 3,236人、急難救助 2,578 人次、榮譽觀護人教育訓練 32場次以及各項反毒、反賄

選預防犯罪宣導等司法保護活動，而新任鍾香貴理事長，有著豐富的人生閱歷，及多年國外工作

的經驗，熱心公益、參加各類公益團體經驗豐富，受

聘為本署榮譽觀護人逾十年，期間輔導過逾百位的受

保護管束人，鍾理事長強調，他將秉持前人腳步，配

合桃園地檢署各項業務推動，繼續將協進會發揚光大

再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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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 

苗栗 

臺中 

彰化 

圖片出處:pngtree 

  竹檢日前邀請轄內 16個執行機構舉行聯繫會

議，張介欽檢察長致贈感謝狀予「財團法人新

竹縣天主教世光教養院」及「財團法人新竹市

私立愛恆啟能中心」，感謝兩大

公益團體提供短期微罪的社會勞

動人服務身障朋友的機會。 

   

苗檢於年前與苗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共同

啟動年終關懷專案，除由各股觀護人篩選清寒

家庭親自致贈慰問金外，陳檢察長及更生保護

會苗栗分會林主委等人，於 17

日探訪個案並發放春節慰問金

及物資。 

  竹檢日前召開毒品再犯防制聯繫平台會議，

邀集新竹縣、毒危中心及戒癮治療之醫療院所

與會。會中並特別商討 112 年協辦醫療院所之

「醫療獎勵專案」，及戒癮治療被告「醫療補

助試辦計畫」，擇定現有合作且穩定執行之戒

癮治療院所辦理。  

  苗檢運用社會勞動人並結合民間慈善團體，

年前啟動關懷專案，協助弱勢家庭清理環境，

12日於苗栗市、竹南鎮、

苑裡鎮、通霄鎮及後龍

鎮等 5 個鄉鎮市同步進

行。  

 更保臺中分會 6 日結合普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忠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歐雅

特家藝有限公司、展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映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王志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敦揚不動產開發有限公司、百悅庄股份有限公司等辦理「鴻兔大展

喜迎春」春節關懷清寒更生人活動，幫助 40個清寒更生案家過好年。 

  彰檢 13 日至 21 日結合社會勞動執行機構

(各公所清潔隊)，動員社會勞動人投入國家清

潔周活動，除環境的清理外，也協

助清運大型家具及家庭廢棄物，讓

可利用的物品資源再利用。  

  犯保彰化分會 14日辦理「112年馨春感恩餐

會」活動，並邀請馨生家庭共同參與，洪檢察

長家原等人出席，並致贈春節慰問禮券，讓馨

生家庭在新的一年裡好運

又溫馨。 

雲檢 10日結合更保雲林分會、榮觀協進會於

西螺愛心慈善會舉行春節關懷

活動，張春暉檢察長書寫「心地

靜開仁壽鏡  福田遍種吉祥花」

春聯，祝福新年快樂。 

雲林 

犯保雲林分會 14日邀請近百位馨生人，於北

港吉輝餐廳新春關懷活動，張春暉檢察長現場

揮毫春聯致贈與會人員，慈靈宮青

年會亦提供物資致贈馨生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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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 

高雄 

嘉義 

橋頭 

 嘉檢 18及 19日與溪口鄉公所辦理易服社會

勞動專案訓練，進行鄉內自行車道環境清理工

作，利用 2天訓練時間，讓整條自行車道煥然

一新，民眾更安心地在車道

上欣賞田野風光。 

嘉檢社團法人正念關懷協會，12日辦理正念藥

癮預防復發團體課程，對象為緩起訴處分被告

案件當事人，參加人數 16 人，邀

請許秋田老師講授「藥不要成癮

概念與戒癮策略」。  

  犯保台南分會 14日辦理關懷餐會，張斗輝董事長及保護司陳佳秀副司長出席與馨生人同歡。餐

會中致送感謝狀給馨生人張津雪，並頒發獎學金及獎狀鼓勵就學的馨生學生共計 33名。 

  活動除邀請德光中學一畝田吉他社樂團表演外，也邀請董事長及與會長官上台一同獻唱「祝你幸

福」與「感恩的心」來祝福馨生人，豐富熱鬧的節目，活動也安排了豐

富多樣的摸彩活動來與馨生家屬互動聯歡，將活動會場氣氛熱絡到高

點。 

犯保高雄分會於春節前夕安排 80 戶被害家

庭圍爐團聚，對於身障雙老弱勢家庭不克參加

活動者，也逐一關懷致贈慰問品，期能讓被害

家庭感受到社會的溫暖，對未來繼續抱持著希

望。會中並表揚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有功

人士邱麗妃律師、陳麗珍律

師、林岡輝律師等人。 

雄檢 11 日舉辦春節受保護管束人公益關懷

活動，由檢察長洪信旭及更保主委陳義成親自

頒贈春節慰問金，協助弱勢受保護管束人及其

家庭能在寒冬中過個好

年，希望即時的祝福能給

予其等繼續前進的力量。 

 橋檢檢察長鍾和憲及犯保橋頭分會主委柯建帆於春節前探視被害人家屬。本次訪視對象為痛失

愛妻的黃先生及孫子因車禍成植物人的卓女士，兩人

都非常感謝長官前來家中關心，鍾檢察長及柯主委也

仔細聆聽著個案心聲並予以鼓勵。 

屏東 

犯保屏東分會 14日舉辦「112年新春關懷活動」，當日活動特別安排在園區的自然環境中享用午

餐，分會顧問潘連坤在活動中藉由解說志工講解「過山香」由來與大家分享：

「案件發生後分會陪伴著馨生人一山走過一山，走的過程雖然有臭味，但如

同過山香一樣，搓揉葉子後卻可散發出香味。馨生人就在分會陪伴過程中，

走過一層層山，最終必然聞到芳香」。 
圖片出處:png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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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花蓮 

基隆 

台東 

  

澎湖 

基檢 10 日，由余麗貞檢察長帶領觀護人，結

合基隆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犯保基隆分會、

更保基隆分會舉辦春節關懷

活動，發放年節關懷慰問金與

物資，感受春節的氣氛。 

基檢 16 日由余麗貞檢察長帶領多位社會勞

動人出任務，來到華山基金會轉介的阿嬤家，

與慈濟志工等一起清運雜物、整理房屋，並提

供床架、床墊及關懷物資也讓阿

嬤的生活更便利。 

宜檢於農曆年前夕，結合社勞專案，與愛加

倍關懷協會合作，分別於礁溪兒童食物銀行及

羅東兒童食物銀行辦理寒冬送暖

活動，將滿滿的祝福與關懷送出

去。 

 宜檢結合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辦理轄區國中

社區生活營活動，日前舉行創意氣球學習課

程，檢察長李嘉明、更生保護會主委王信豐

特別到場嘉勉學生，現場熱

鬧溫馨。 

花檢日前結合玉里鎮公所清潔隊將社會勞動人力投入登革熱防治，消除病媒蚊孳生，達到避

免引發登革熱疫情的成效。又於春節前安排社會勞動人力，結合吉安鄉公所

清潔隊於 3日至 11日在吉安鄉 18個村莊裡，協助環境清潔整理，期望藉由

社會勞動人的協助，在年節之前提供社區居民一個乾淨的生活環境，齊手打

造健康環境美好家園。 

東檢社勞專案與臺東市公所清潔隊合作，於 9至 13 日強化清掃周邊公共區域及因地制宜規劃消

毒作業，以營造臺東市民乾淨好家園；又 12日由檢察官林家瑜偕同主任觀護人許玄宗等前往於社

勞機關—縣政府農業處轄下之森林公園，查核

社會勞動人簽到退及實際工作情形，確保落實

社會勞動之執行。 

 犯保澎湖分會農曆年前在離島辦理「誰來午餐」春節關懷慰問，由

主任委員蔡惠如與檢察長黃智勇偕同犯保工作人員，在寒風中搭船

至離島村莊，提前陪伴馨生家庭歲末圍爐，檢察長黃智勇傾聽馨生

人對於犯保第一線的服務回饋及面對司法的心路歷程，氣氛溫馨感

人；且犯保澎湖分會在除夕當天也致贈馨生人熱騰騰的年菜，溫暖

逾 40戶馨生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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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 

  投檢張檢察長於春節前夕偕更保南投

分會林德芳主委、榮譽觀護人協進會鄭

家珍秘書長陪同，於地檢署贈送貧困受

保護管束人年菜和生活物資，並當面關

懷他們在疫情期間

的生活情形，用實

際行動來支持、協

助受保護管束人。  

 投檢 17 日結合南投縣榮譽觀護人協進

會，檢察長張云綺前往南投家扶中心，親

手將福袋遞送給家扶中心的孩子們，主任

委員陳學堂也親自代表受贈，希望藉由福

袋的贈送，能讓家扶中心弱勢家庭的孩子

們感受社會溫暖的關懷

與正向的鼓勵。 


